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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8月22日电（记者李
艳玫）8月22日至23日，世界顶尖科
学家三亚论坛暨三亚市院士联合会
成立大会在三亚举行。以此契机，海
南加强与世界顶尖科学家们交流联
系，邀请他们为海南发展建言献策。

在8月22日举行的开幕式上，“海
南大学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聘书”颁发
仪式、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三亚工作站
签约仪式、启迪中俄创新基地（三亚）与
俄罗斯3位科学院院士签约仪式举行，
一批世界顶尖科学家和专家将助力海
南科技、教育、农业等行业发展。

“我们致力于将世界顶尖科学家
协会三亚工作站打造成为一个创新研
究平台，汇聚全球顶尖科学家，通过资
源共享、自由交流迸发出新的观点和
想法，推动科学发展。”诺贝尔奖获得
者兰迪·谢克曼说。

据悉，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是非
政治性、非宗教性的第三方民间机构，
于2017年成立，由罗杰·科恩伯格、理

查德·勒纳、巴瑞·夏普莱斯、迈克尔·
维特、库尔特·维特里希等多名获得诺
贝尔奖、沃尔夫奖等奖项的科学家共
同发起，以获得诺贝尔奖、沃尔夫奖、
拉斯克奖、图灵奖等的全世界顶尖科
学家和其他知名科学家、青年科学家
为主体。

当天，启迪中俄创新基地（三亚）
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肖明、西良姆金，
俄罗斯国际农业教育科学院院士诺维
科夫建立合作关系，共建外籍院士专
家工作站和国际离岸创新创业基地，
这将有助于三亚市引进一批信息通
信、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和农业领
域的大师级人才和高层次专家团队，
推动一批创新创业项目落地转化。

“三亚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和良好的生态环境，除了旅游业，未来
三亚可以重点发展农业、海洋产业，俄
罗斯在这些方面都有可借鉴的经验，
我很愿意和三亚一同推动这些产业的
发展。”诺维科夫说。

据了解，海南大学聘请1991年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厄温·内尔、
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龙·切哈
诺沃、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

尔·莱维特、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
主中村修二等4位诺贝尔奖得主担任
海南大学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海大
国际顾问委员会于今年1月成立，目前

已聘请11位世界知名专家担任委员。
各位顶尖科学家将充分发挥高端人才
在引领科研发展方面的优势，支持推
动海南大学建设“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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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克奖

拉斯克奖被誉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多年
来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在之前获得过拉斯
克奖。

拉斯克奖是美国最具声望的生物医学奖
项，于1946年创立，以表彰在医学领域作出突
出贡献的科学家、医生和公共服务人员。

国内对拉斯克奖的深入了解是从2011年9
月24日开始的。那天，81岁的中国药理学家屠
呦呦缓缓走上2011年度拉斯克临床医学奖的
领奖台。

图灵奖

图灵奖的名称取自计算机科学的先驱、英
国科学家艾伦·麦席森·图灵。

由于图灵奖对获奖条件要求极高，评奖程
序又是极严，一般每年只奖励一名计算机科学
家，它是计算机界最负盛名、最崇高的一个奖
项。华人学者目前仅有姚期智获得2000年图
灵奖。

图灵对人工智能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一
种用于判定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试验方法，即
图灵试验。

沃尔夫奖

沃尔夫奖主要是奖励对推动人类科学
与艺术文明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分为自然
科学、医学、数学、农业和艺术奖项，每年颁
发一次。

在各项沃尔夫奖中，沃尔夫数学奖影响最
大，因为诺贝尔奖中没有数学奖。而菲尔茨奖
虽有影响，但只授予40岁以下的年轻数学家。
唯有沃尔夫奖在全世界范围以获奖者一生的成
就来评定，因此，沃尔夫数学奖堪称数学领域的
终身成就奖。

麦克阿瑟天才奖

自1981年发起以来，麦克阿瑟天才奖被视
为美国跨领域最高奖项之一。每年麦克阿瑟基
金会遴选20-40位来自不同领域、具有杰出创
造力的人士，获奖者可能是科学家、作家、艺术
家或是企业家。

与诺贝尔奖类似，该奖项不接受个人申请，
而是根据私人搜索和匿名提名人推荐给选举委
员会，很多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到电话才
知道自己获奖。

除了诺贝尔奖，
这些科学奖你知道吗？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
聚。8月22日，三亚市院士联合会成
立，聚集了海洋、医疗、信息科技等领
域的高端人才，36名中国科学院、中
国工程院院士倾情加入，为海南社会
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科技因子”。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椰风海韵，
海南坐拥绝佳的自然环境，随着城市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前来度假、疗养或
是短期工作的人才随之增多。在这些
人才中，不乏有各领域的两院院士，他
们是琼岛独特的人才资源宝库，是海
南发展的强大“智囊团”。

借势用力
打造高端人才“朋友圈”

中国科学院院士、遗传生物学家贺
林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三亚
旖旎的风光、宜人的气候吸引着他。

三亚是许多中外游客心中的度假
天堂，亦是不少国内外高端“候鸟”青
睐的“栖息地”。

三亚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各重点领域与三亚市用人单位建
立较稳定联系的高层次“候鸟”人才约
3000人，在三亚生活或工作的两院院
士超过了百人。

随着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步伐加快，三

亚发展需要汇聚更多各行业的高端
人才。

近来，三亚在建立健全人才政策
体系、深挖用好人才资源、完善服务管
理保障等方面积极探索，不断强化高
端人才创新创业环境，着力打造人才
沃土和创新发展新高地，逐渐形成了
人才聚集和产业发展互促共进的良好
局面。

8月22日，三亚市院士联合会正
式成立，吸纳了涵盖深海科技、医疗等
领域的两院院士36人，中国科学院院
士、激光医学专家顾瑛当选三亚市院
士联合会会长，三亚高端人才“朋友
圈”越来越广。三亚市院士联合会作
为三亚汇聚高端人才的重要平台，致
力于打造三亚院士共同家园、政府顶
级科技智库、科技协同创新平台、成果
转化对接平台和三亚形象推介窗口，
将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及其前沿科技项
目的吸引力，促进三亚本地企业、项目
与院士及其创新团队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为三亚乃至海南的发展贡献智
慧力量。

加强合作
把智力优势变发展优势

良禽择秀木而栖。“当前，三亚正
全力推进‘一港三城一基地’建设，推
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卫星导
航和实体经济发展深度结合，助力更
多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亚
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三亚以发展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为
主导，将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机遇，深入实施创新发展战
略，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
质量发展。

汇聚高层次人才“智慧力

量”，三亚先行迈出了探索的步伐。三
亚第一家院士工作站于2016年挂牌
成立，截至目前已设立了12家工作
站，涉及深海勘探、遥感科学与应用研
究、航空生物医学工程等重点领域，并
取得了多项发明专利和科研成果，促
进了三亚经济高质量发展。

探索人才发展新路径，亦离不开
相关政策的保障与支持。三亚通过出
台《关于发挥候鸟型人才作用的意
见》，完善高端人才引进机制，同时借
助“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等政
策，精准实施“银发精英”引进计划，聚
集一批高层次科技人才、能力卓越的
离退休高层次人士。

“三亚市院士联合会的成立乘着海
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东风，从组织
建设等方面得到了三亚市委、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关爱
和期盼。”顾瑛说，海南实行了更加积
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引才政策，让
院士们在琼岛各展其才、各尽其用、各
得其所地开展教学、交流、探讨活动，分
享在重大前沿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
表示，三亚将以院士联合会为平台，团
结、凝聚更多国内外院士的智慧和力
量，加强院士与政府、企业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推动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落地三亚，把
三亚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与院士的
智力优势、技术优势结合转化为发展
优势。

可以预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各类优惠政策以及搭建起的人才工作

“黄金台”，将吸引更多院士汇聚海南，
为琼岛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成为海南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
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智力
引擎。 （本报三亚8月22日电）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的关键时期，世界顶尖科学家三亚论坛的举办，
不仅是一场科学界的盛会，更是提升海南国际知名
度、推动高端人才在海南集聚、顶尖科技合作在海南
开展的良机。

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聚。“当前海南的
建设发展迫切需要来自国内外精英、顶级人才的共同
加盟和热心支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人才发展
局局长张应端说，此次活动是世界了解海南的新窗
口、海南连接世界的新渠道。

发挥比较优势 吸引国际人才

论坛中，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迈克尔·莱
维特等4名诺奖得主正式受聘为海南大学国际顾问
委员会委员。今年1月成立的海南大学国际顾问委
员会，目前已经聘请了10多位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
担任委员。他们的加入，不仅能为海南大学的学科建
设发展、青年人才培养等工作注入更多活力，也将以
此为纽带，为海南聚集更多国际资源，为海南建设发
展出谋划策。

中央12号文件明确提出，支持海南探索建立吸
引外国高科技人才的管理制度。这也促使海南不断
思考和努力，要如何敞开胸怀，拓宽海南引进优秀国
际人才渠道。

国际平台、国际活动和国际论坛能聚集国际资
源。依托政策优势、生态环境优势和区位优势，海南
通过博鳌亚洲论坛、三亚国际数学论坛等国际平台，
实施引才引智工程，力争打造100个院士工作站、30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流动）站和50个省级“候鸟”人才
工作站，着力吸引诺贝尔奖获得者、院士等顶级人才
以及各类高层次人才来琼开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带动和培养更多国内外人才智力资源。

此外，我省还通过完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
优化证照办理流程，压缩审批时限，出台《省级人才服
务“一站式”平台工作方案》等工作吸引外国人才。当
前，海南国际人才的集聚效应显著增强，国际人才布点
呈现着多元化的趋势。国际人才来琼投资创业现已逐
步扩大到14个市县，投资领域也已扩展到文化、娱乐、
金融、建筑、交通运输、教育等16个领域。

瞄准发展需求 广招天下英才

海南拥有利于科研创新的自然生态环境，与此同
时，海南也在努力打造有利于科研创新的社会生态环
境，搭平台、出政策、强保障，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生
活环境，使大家的智慧在海南产生强大的乘数效应、化
学反应。

去年，我省出台了《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
（2018—2025年）》，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
有效的引才政策。从2018年至2025年，海南省将
引进各类人才100万，并从4个方面提出30条含
金量十足的政策，不断完善人才引进、管理、评
价、流动、激励、保障等领域的制度体系，为广大
人才来琼创业生活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行动计划》出台后，我省各部门坚持以
项目为引领，围绕3大产业类型、10个重点领
域、12个重点产业发展需要，用前所未有的力
度推进招才引智工作。

在精心实施重点引才项目、实施省外
人才“高位嫁接”战略、大力挖掘使用各类

“候鸟型”人才、大力开展招才引智活动等系
列举措下，海南人才引进工作逐步形成本
地人才和外来人才叠加优势。经过统计，去
年4月13日以来，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重点
用人单位共引进各类人才7万多人，全省人
才总量近140万人，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
供智力支撑。 （本报三亚8月22日电）

诺贝尔奖得主等一批顶尖科学家
签约海南相关机构

海南发展加速利用“最强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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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院士联合会将推动院士与政府、企业交流合作

两院科学家赋能海南科研创新

参会媒体热议：

“让更多智慧
火花点亮海南”

本报三亚8月22日电（记者邓钰）“这是一
次难得的机会，能够见到这么多世界顶级科学
家汇集一堂的场景。”8月22日，世界顶尖科学
家三亚论坛暨三亚市院士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三
亚启幕，参加报道的塔斯社记者吴晗激动地说，
此次论坛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是十分有价值
和意义的选题。

“论坛内容有深度、广度，也极具针对性
和建议性。”吴晗注意到，此次论坛的主题设
置和探讨议题上，涵盖了生命科学、智慧海
洋、现代农业、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科学家
们不仅无私分享各自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和
研究心得，还对如何开展进一步科学交流建
言献策。“论坛中所探讨的议题，都与海南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过程中重点探索和发展的
产业相关，与本地发展实际和方向高度契
合。相信顶级科学家们的发言，能给当地政
府和人才带来不少启示。”

对于吴晗的感受，参加报道的央广网记者
朱永有相似的看法。“这次论坛的参会嘉宾都是
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机会十分难得。”朱永表示。

“现在，如何建设智慧海洋、壮大海洋经济，
是三亚及整个海南亟待解决的课题。此次论坛
就这些领域中最具突破性的前沿技术、最具活
力的研究方向、最具前瞻性的研究视角展开讨
论，将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方向、注入强劲活
力。”朱永说。

吴晗还认为，此次论坛不仅是一次汇聚“最
强大脑”的盛大集会，更是展现出海南求才、爱
才、引才的风向标，释放出海南敞开胸怀、广纳
人才的强烈信号。

“希望能见证更多智慧火花点亮海南。”吴
晗表示，此次论坛是个良好的开端，期待看到在
论坛结束后，当地政府紧密跟进，搭建起国际人
才交流平台，让顶尖科学家们的智慧结晶成为
海南发展建设的不竭动力。

本次论坛上,海南大学聘请厄温·内尔等诺贝尔奖得主担任海大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本次论坛上,2009年诺贝尔
化学奖得主阿达·约纳特（左）和
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龙·
切哈诺沃（右）在进行交流。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武威
实习生 陈巍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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